
1 

馬太福音 預查  

 （于宏潔弟兄 2011年預查錄音稿，未經講者過目） 

第十七章 

第一段：1－13節 (馬可福音9：1-13，路加福音9：28-36） 

首先，要提出一點補充：在《路加福音》說「隔了八天」，可是在《馬太福音》卻說「過

了六天」。所有的解經學者都認為，路加是把最前與最後兩天都算在裡面，因為類似的記

載在聖經裡是很常見的，特別是舊約裡記載以色列國諸王作王的年數時，常常有人把前後

兩年加進來，而有人沒有加；也有人把登基那一年加進來，就和我們中國人算虛歲一樣。 

 

一、耶穌在變化山上改變形像  

若是把這個故事在馬太、馬可、路加三段相關的經文對照起來看，那天耶穌只帶了三個門

徒到山上去禱告，禱告到一半的時候，耶穌突然變成榮耀的形像。這對我們喜歡禱告的人

來說，是一個很大的鼓勵，就是在禱告中常常會有榮耀的事情發生。當然，主耶穌在變化

山上其榮耀的性質與程度完全不同，因為這是在祂地上的事工快要結束的時候， 神對祂

在人性裡所完成事工的一個驗收，印證了主耶穌在地上三十多年的生活是全然聖潔、沒有

瑕疵、沒有玷污、並且是在完全的人性裡。祂不僅凡事受過試探卻沒有犯罪，基督更是在

人性的裡面把 神所有的榮耀都彰顯出來了。難怪保羅講到這一點的時候，大大被聖靈充

滿，說：「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提前 3:16）這

麼偉大的 神，怎麼可能在一個小小的肉身的人裡面被彰顯出來呢？這只有在基督耶穌裡

面達到了!  

希伯來書第一章第3節說：「祂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 主耶穌在變

化山上，因遮藏不住這個偉大的榮耀，而把整個榮耀彰顯了出來。聖經上是這樣形容祂改

變了的形像：「祂整個臉面亮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在這樣一個榮耀的局面裡，發生

了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摩西和以利亞突然出現了。這件事嚇著了那三個在新約裡的門徒，

就是主耶穌帶上山的彼得、雅各、約翰。他們本來已經禱告到打盹、睡著了，突然看見這

個景像，他們嚇壞了。對他們來說，摩西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幾乎等於是國父，他在一千

五百年前帶領百姓出埃及，入迦南；而以利亞則是一個偉大的先知。摩西是整個律法的代

表，以利亞是整個先知的代表，二人都是以色列人中的佼佼者。所以，當門徒看見他們的

時候，其驚訝的程度簡直無法形容，因為是一個太榮耀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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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彼得本能地做了一件他之所以為彼得的事。 他明顯是剛睡醒，看到了這個景像，

嚇呆了，聖經上說他不知道該說什麼才好。但是彼得這個人的特點就是，在他不知道該說

些什麼的時候，他還是要說些什麼。所以他就說：「主啊！我們在這裡真好，祢若願意，

我就在這裡搭三座棚， 一座為祢，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利亞。」（太17:4）請大家注

意，即使他還是把主耶穌擺在首位，但是 神卻不許可這件事情。就算彼得把耶穌擺在首

位，在 神的眼中，唯有祂的兒子是祂旨意、和祂整個國度的中心，是祂唯一的心愛,『惟

有耶穌、永是耶穌』(Jesus Only, Jesus Ever!)。主耶穌不僅要居首位，而且必須是唯

一！那是一個獨特、絕對的地位。 所以 神從天上打斷了彼得的話，神說：「這是我的愛

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太 17:5） 神不要我們把主耶穌跟任何的人、事、物

相提並論。 在 神的眼中，『惟有耶穌、永是耶穌』，祂的地位是超凡的、唯一的，即使

是摩西和以利亞，也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這一段故事結束時，神說：「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太 17:5） 

當 神說完了以後，門徒起來，「舉目不見一人，只見耶穌在那裡。」（太 17:8）但願我

們不僅常常在禱告中這麼說，在生活中我們也能夠越來越單純，常常「不見一人，只見耶

穌」；『惟有耶穌，永是耶穌』。  

 

 二、談論以利亞  

路加福音裡提到：「摩西和以利亞來跟耶穌談論祂去世的事」。“去世” 讓我們想到死亡。 

我在上一次的預查裡提到，Campbell Morgan 曾經花了很大的篇幅講這件事情。對於我

們這些有罪的人來說，“去世”，就是指死亡。我們要離開這個世界必需經過死亡，因為死

是從罪來的，而世人都犯了罪。罪怎樣從一個人進了世界，死也臨到了眾人，這是我們眾

人共同的結局。然而，對耶穌來說，祂的「去世」在原文裡和「出 」(Exodus) 是同一個

字。討論祂的去世，就是討論祂怎麼樣從這個世界出去。  

主耶穌是聖潔沒有瑕疵的，祂完全得勝，不需要經過死亡就可以離開這個世界。但是主耶

穌卻為了我們從變化山上下來，面向耶路撒冷且祂從不退後。祂是為了我們這些墮落無

望、在仇敵轄制中，且將來要面對 神永遠審判的罪人而從變化山上下來。祂更是為了我

們而上了另一座山－加略山(各各他)，被釘受害，為的是要為我們付出贖價。祂為我們下

山，為我們經過死亡，為人人代嚐死味。每次講到這裡，我們心裡面都特別地感恩。 

當他們下山的時候，門徒在路上討論以利亞的事。他們看見了耶穌榮耀的形像，聽見了 

神說的話，理當知道在 神的眼中沒有別人，只有耶穌， 也理當知道 神要他們把耶穌擺在

一切以上。但是他們下山時還是忍不住問了有關以利亞的事情。因為在他們思想中，按照

文士所教導的，彌賽亞來之前，以利亞應該先來(瑪4:5)。剛才他們在變化山上看見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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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榮耀的顯現，如果祂就是那位要來的彌賽亞，那為什麼以利亞沒有來呢？為什麼他們

沒有先看到以利亞呢？於是耶穌又再給他們說明，告訴他們施洗約翰其實就是那應該來的

以利亞(太11:14, 可9:13)，只是人卻不認識他，不接受他，任意待他 （他們也同樣地任意

對待人子）。 

「以利亞要來復興萬事」這件事更全面的應驗，是在主耶穌第二次再來的時候。也是為什

麼當人問施洗約翰說：「你是基督嗎？」他就明說，：「我不是。」當人問他說：「你是

以利亞嗎？」 他說：「我也不是。」因為施洗約翰知道他來，只是局部地成為耶穌的先

鋒，為祂預備道路。那真正要來的以利亞更完全的應驗，是要在基督第二次再來的時候。

那時，以利亞要真正地回來復興萬事。 施洗約翰有以利亞的心志和能力（路 1:17），而

且他成為主耶穌開路的先鋒，這些也都應驗了舊約以賽亞所說的。但是這一切的應驗都不

過是局部的。在“復興萬事” 這件事情上，我們知道施洗約翰並沒有做到，真正的應驗要等

到以利亞真正來的時候。這點我們需要了解。  

在《馬太福音》第十六章結束時，主說：「有人在沒嚐死味以前，必看見人子降臨在祂的

國裡。」《馬可福音》乾脆把這句話放在第九章開頭，然後才接著講變化山上所發生的榮

耀經歷。有很多的解經學者都認為，主所說的那個國度的顯現，在變化山上已經實現，因

為在那裡同時有舊約和新約的代表。舊約的代表就是摩西和以利亞，這兩個人一位是代表

舊約的律法，一位是代表舊約的先知。律法和先知到施洗約翰為止(太11:13)，這兩個人

代表了舊約出現在變化山上；彼得、約翰、雅各代表了新約三個很重要的職事，他們也出

現在變化山上。舊約新約的代表都在這裡，主耶穌也在這裡向他們顯現。主耶穌是整個 

神榮耀國度的中心，是 神眼中獨一的那一位，這就是國度的實際。 

在彼得後書第一章，當彼得在晚年追述往事的時候，特別提起這段變化山上的經歷。彼得

後書第一章第17、18節說：「祂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 有聲音出

來向祂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我們同祂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

出來。」彼得在晚年時，還是無法忘記這段榮耀的經歷。當他述說這經歷的時候，他已經

有了一個很大的不同，這不同在哪裡呢？他再也沒有提到摩西和以利亞！他深知道，在 

神整個的中心，而且事實上也在他自己的心中，基督已經得著了那個超凡、無人可以取

代、無人可以並列的地位。基督不僅居首位，祂的地位更是絕對超凡的。 

我們也該向彼得學習，我們都應該很謙卑地來接受 神的光照和糾正：到底有沒有任何的

人、事、物，在我們的心中是和主相提並論的？先別提那些屬靈偉人或是一些偉大的教

導，我們最有可能的是世界上的事、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我們的朋友、或是我們周

圍的人，甚至我們的服事，都可能取代主耶穌在我們心中的地位。希望我們靠著主的恩典

和憐憫，能夠很真實地來面對這件事。 神要基督在我們的心中成為唯一、絕對的中心。

當我們全心愛祂的時候，我們自然就能夠活出 神的旨意，也能夠成為別人的祝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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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14-27 節 （路加福音9:37-43, 馬可福音9:14-29） 

彼得當初在變化山上所犯的錯，不僅是把摩西和以利亞與基督相提並論，他還犯了另一個

錯，他 說：「主啊，我們在這裡搭三座棚子吧，因為在這邊真好。」他忘記了在山底下

有多少的人還活在魔鬼的轄制底下、活在罪惡中，、活在毫無指望的裡面。當他們一下

山， 就有一個父親帶著被鬼附的孩子來找耶穌幫忙。同樣地，當我們有了特別的經歷，

或在主面前得到了 神特別的恩典，或 神給了我們一些榮耀的啟示...我們不應該只停留在

我們自己的享受和快樂裡。我們必需記得， 神所賜給我們的一切恩典，都需要用來服事

眾人，把人帶到同樣的救恩裡。主耶穌為著我們從變化山上下來的時候，祂也把門徒們帶

了下來。希望我們每個人，不僅只是自己享受基督的救恩，我們的心永遠要記念到在外

面、在山下，有多少的人還在仇敵的轄制中，讓我們成為福音的使者，成為活水的運河，

靠著主給我們的能力和偉大的生命，走出去傳揚福音，使人遇見基督，得著基督。  

這一段的聖經，基本上分成三大段： 

第一段，是關於醫治這位害癲癎被鬼附的孩子； 

第二段，是主耶穌關於信心的講論； 

第三段，是一個特別的神蹟，關於納稅銀的事。  

一．主醫治害癲癇被鬼附的孩子（太 17：14-18）  

1. 山上和山下的對比  

在變化山上，彼得說：「我們在這裡真好！」但是主並沒有留在山上，因為知道在山底下

有趕不出的鬼。這是一個非常強烈的對比。在山上，眾人都覺得在這裡真好，捨不得離

開。可是主耶穌卻為了我們下山，並且為了我們上各各他。同樣的，祂也希望門徒們知

道，今天在這個世上，還不是我們享福、享安息的時候，我們身上負著極重的使命，因為

這還是一個彎曲悖謬的世代，如約翰一書第五章第19節說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

手下」。在山下有那些趕不出去的鬼，牠在那裡捉弄人、轄制人、折磨人，叫人受苦。馬

可福音第九章也說到，牠在那裡轄制、折磨、傷害人，然後把這個孩子摔在水裡，摔在火

裡，折磨他。正如孩子的父親說的，「他從小就這樣」。魔鬼在他身上這樣的工作，非常

符合聖經所說的，「盜賊來就是要偷竊、殺害和毁壞。」（參約 10：10）主耶穌不要門

徒們留在山上，祂要他們下來。主自己下來是為了要完成救贖；要門徒們下來，是要他們

肩負起福音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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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兩個獨生子的對比  

在山上 神獨生的兒子，充滿了榮耀；在山下，人獨生的兒子卻被鬼魔折磨、受苦，在非

常可憐的光景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38節說到，這個孩子是這個父親的獨生兒子。 神的

獨生子在山上那樣的榮耀；而在底下，人所愛的孩子，卻活在魔鬼的轄制下，這是一個非

常强烈對比的圖畫。希望我們都在主面前，能夠接受福音的負擔，也能夠摸著 神兒子的

愛和使命，讓我們在地上繼續傳揚基督所完成的救贖。這是這一段裡，我們很需要注意的

事。 

3. 關鍵在於「信 」 

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些更生動的記載，這個孩子的父親非常痛苦地來到主耶穌的面前。第

九章第22節說「祢若能做什麼？求祢憐憫我們，幫助我們。」這是這個父親的呼求。他

說，如果祢能做什麼的話，求祢憐憫我們，幫助我們。耶穌就對他說：「你若能信，在信

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可 9：

23-24）這是中文的翻譯。英文的翻譯其實並不是說「你若能信」，注意你若能信的信下

邊加了…..，表示原文並不是這樣，英文就比較能夠看得出來。耶穌回答他說，像 NIV 版

本：“If you can？”因為這個孩子的父親說 “If you can”（如果祢能的話），主耶穌就用他的

話回答他，用問句回答他，「你若能？」主耶穌就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

關鍵的問題不是在於能不能，關鍵的問題是在於你信得來、信不來？你能不能信？孩子的

父親非常的真實。信心不夠，是我們人之常態，天然人總是容易憑眼見、憑感覺、憑自己

的判斷，我們常常信心不足。這個孩子父親給我們立了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不需要偽

裝，不需要勉強，我們可以在主面前向主真心地呼喊說：「我願意信，但是我信不足，求

主幫助！」 ，因此主還是一樣為他行了神蹟。  

 

二．主關於信心的講論（太 17：19-21）  

接下來在第二段裡，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19節，主就接著關於信心的講論，對他們說：

「你們的信心太小了。」門徒們暗暗地到耶穌跟前，他們不好意思，因為趕不出去那鬼，

他們來問耶穌說：「為什麼我們趕不出去呢？」主耶穌說：「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

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

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它就不出

來。」（太 17：20） 

第一個，信心不僅有大小問題，更是有源頭、性質、品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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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兩種的禱告：從地到天的的祈求，以及從天到地，執掌權柄、管理環境的禱

告。  

第三個，對一些特別的難處，主叫我們用禁食禱告來執掌主的權柄，讓 神的旨意成就。   

1. 信心的源頭是 神兒子的信心  

信心不僅是有大小的問題，更是有源頭和它本質的問題，真實的信心是生命。主耶穌特別

用了芥菜種來比喻，就算它小的像一個芥菜種，它也能夠成就大事。加拉太書第二章第

20節是我們很熟的聖經，它不僅講到「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而且他說「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這是合和本的翻譯，有

的英文本翻譯說「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 神兒子的信而活著」。換句話說，在這裡有

一個不同的信心，叫做 神兒子的信心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是 神兒子的信心

來替代我們的信心。真實的信心，或是在生命境界裡的信心，哪怕它是小如芥菜種，也能

成就大事。所以信心不只是根據外面，不是看人喊的大不大聲，或是人講得有沒有把握、

篤定不篤定，這都不是外面大小的問題而已，更重要的是，在於它的源頭， 在於它的本

質。 

2. 兩種禱告  

為什麼這個信心能夠挪山？很多人也試著想要挪山，卻不能叫山挪開來。倪柝聲弟兄在講

到馬可福音第九章時，曾經講過信心有兩種：  

1）一個叫作從地到天的禱告，這是「祈求的禱告」。我們有需要，盼望得到主的幫助，

希望主能扶持我們，所以我們向 神呼求，向 神祈求。 

2）另外一種禱告是從天到地的禱告，這是「掌權的禱告」。這種是我們摸著了坐寶座者

的心意， 深知道這件事是 神的旨意，以至於我們能夠從掌權的角度、從管理的角度、從

命令的角度來禱告，叫這個山現在離開，挪到海裡面去。  

凡是任何超自然、違反自然律、有神蹟性事情的發生，我們都一定要有主的話、有特別的

應許，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主的旨意是什麼，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憑著信心宣告，不管難

處多大，主一定成就。這是不需要憑眼見的，哪怕是要叫山挪開，在人來看是不可能的

事，在人不能， 但是在 神卻凡事都能，在信的人，也凡事都能。但是如果主沒有說話，

那只是我們的心願，我們只能有從地到天向 神的祈求，我們仰望祂的垂聽與成全。 

3.禁食禱告（請參考“神所悅納的禁食＂一文：http://www.svca.cc/Cedar/fasting.pdf ）  

第三，主在這裡接著說：「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它就不出來。」（太 17：

21）所以， 禱告和禁食在信心的運用上是非常重要的。禱告，說到我們依靠 神；禱告，

http://www.svca.cc/Cedar/fast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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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到我們來到 神的面前，來明白並順服 神的旨意；禱告，也說到我們進到寶座面前，來

支取寶座的權柄。 

禁食的禱告，是禱告更深的一個層次，是我們為了 神旨意的成就，為著叫魔 鬼失敗，為

了要叫人能夠得著 神的祝福。很多的時候，我們因著屬靈爭戰、或者在一個特別的需要

裡，我們寧可不吃飯。吃飯是人最合法的權利，我們今天為著 神旨意成就，為著叫仇敵

失敗，為著叫人從難處中被釋放出來，我們寧可放下我們合法的權利。我們只有一個禱

告：「願 神的旨意成就」 (Thy Will Be Done) 。 神的旨意成就遠遠超過我合法的權利，

重要過我正常的吃喝和我生理上合理的需要。這樣的禱告常常是帶下特別的能力。不是受

苦的本身就有能力，大家不要誤會，不然的話那些苦行僧或常禁食的修士豈不可以支取更

大能力？唯有因為看見了這件事情的嚴肅，寧可放下我們的合法的權利，全心的來到 神

寶座前，要 神的旨意成就在在地上、在教會中，這樣在 神面前禁食才有功用。 

從主的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鬼和仇敵的工作也是有層次的。同樣的，我們在主面前的禱告

和生命的度量，也必須不斷地長進，不停地擴展，不能夠僅憑著過去的經歷，就來做同樣

的事、同樣的禱告。從前也許七十個人出去歡歡喜喜回來，說連鬼都聽他們，病也得到醫

治（參路加福音第十章），現在卻不行了。主不叫我們憑著經歷過服事，換句話說，在屬

靈爭戰上，常常是有不同的情況或不同的層次，主耶穌要我們在祂面前有持續的長進，才

能應付新的局面。 

 

三．納稅銀的神蹟（太 17：24-27）  

1. 納銀的背景  

這裡的納稅銀並不是納給羅馬政府，這個稅銀是為了聖殿用的。出埃及第三十章那裡講到 

神的百姓需要納銀，這個納銀是為了在 神面前當作一個禮物，是為著會幕或聖殿的需

要。出埃及第三十章，「每人要按聖所的平，拿銀子半舍客勒；這半舍客勒是奉給耶和華

的禮物。一舍客勒是二十季拉。 凡過去歸那些被數的人，從二十歲以外的，要將這禮物

奉給耶和華。他們為贖生命將禮物奉 給耶和華，富足的不可多出，貧窮的也不可少出，

各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從以色列人收這贖罪銀，作為會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華面前為

以色列人作紀念，贖生命。」（出 30：13-16） 這是因為紀念耶和華救贖了我們，而我

們願意甘心的為了 神的家、 神的殿獻出我們的禮物。不管你有錢、沒錢，每個人都要

獻，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蒙了恩，這是一個獻禮物的祭。以前是甘心的，因為是禮物，可是

後來卻變成徵收的。這是 Campbell Morgan 給我們一個關乎背景的提醒。  

2. 主不需要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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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彼得並沒有先去問主的意思。當別人問的時候，彼得馬上就直覺判斷說，主也應

該需要納這個稅。他完全忘記了不久以前，其實就是在第十六章裡，他所得到的偉大的啟

示，講到主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 兒子。在這一章裡，既然這個聖殿是為著 神的，為了是

要榮耀 神、為了是要感謝生命而獻的贖價，那麼，就是應該感謝 神的兒子， 神兒子本人

何必再納稅呢！很多時候我們在真理上也是這樣，我們以為自己懂了很多，有時候好像也

都知道標準答案，可是按著我們該知道的，很多事情還是常常不知道，更活不出來。這裡

彼得直覺就說，該納！沒想到他進去的時候，主耶穌就先對他說，表示主都知道，主耶穌

就問他了，藉著這個環境給他機會教育，這是主耶穌愛我們的地方。我們這個人常常會犯

錯，對主的認識很有限，又不完整。但主藉著各樣的環境來親自教育我們、幫助我們認識

祂到底是誰，讓我們真知道我們所信的到底是誰！主在這裡糾正了他。彼得後來也就清清

楚楚地知道， 神 的兒子，主耶穌是不需要納稅的。主在這裡說：「但恐怕獨犯了他們，

你且往海邊去釣魚，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開了它的口，必得一塊錢，可以拿去給他

們，作你我的稅銀。」（太 17：27）  

3. 在這納稅銀的事上，我們所看見的主  

1）讀這段聖經時有沒有覺得非常 sweet、看見我們的主好親切？我覺得主耶穌在這裡不

僅行的神蹟太偉大了！其實從魚口中拿出錢來，這個神蹟一點不小於平靜風浪、在海上行

走、叫死人復活、叫大痲瘋得潔淨的神蹟，因為這個概率簡直幾乎是零。魚的嘴中怎麼會

有錢呢？怎麼會一釣上來第一條魚口中就有錢呢？而且主早就知道有一塊錢，這個神蹟其

實是非常偉大的。很多的時候在平凡裡， 好像不見得是一件轟轟烈烈的事，可能是一件

小事，可是，如果我們仔細去數算的話，其實背後都是神蹟。若是沒有那麼多的 “如果”，

真的是不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局面。我們要從環境裡去學習、 去體會主在我們身上，祂向

著我們的意念真是何等的純正、何等的眾多！如果我們要數算，真的是比海沙更多(詩

139:17-18)！  

2) 第二方面，很感謝主的就是：祂說你會得到「一塊錢」。一個人只要半舍客勒，不管

富足的貧窮的，只要半舍客勒，只要半塊錢，但主卻讓他釣了一塊錢，為了是「作你我的

稅銀」。讓我們再次摸著主那個體恤的愛，祂不僅為了自己付了，也為彼得付了。主耶穌

的愛真的是讓人覺得很親切，充滿了體恤。主真的是很有人性、滿了愛的一個主，我們心

裡真是感謝祂！  

 

四．主耶穌將要受苦的信息（太 17：22-23）  

在第22節、23節中間插進了一段主耶穌將要受苦、要被殺害、第三日要復活的信息，然

後門徒們聽見就大大憂愁。在此我們應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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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字架的信息是榮耀、智慧的信息  

第一個，他們所聽到的常常是前半，知道主要受害，但是他們好像都聽不到主說「三日以

後要復活」。因為在他們信心的境界裡，他們不明白那是什麼。人性也是比較容易聽到悲

觀的，聽不到正面的。所以每次他們聽見，他們就憂愁，而且大大的憂愁。十字架的信息

在那時候總是叫人憂愁。但是等到主後來真的復活以後，十字架的信息對一個有信心的基

督徒，再也不是消極，再也不是憂愁的信息， 它是 神的榮耀，是 神的智慧，反而讓我們

積極的願意來背十字架，願意甘心走上十字架的道路。 因為我們知道十字架的目的不是

叫我們受苦，基督才是 神的目的，復活才是 神的目的。真實十字架的經歷一定有復活。

同樣的，復活是真實十字架的一個明證。我們這個人到底是不是真正走十架的道路，就

要從我們身上看看有沒有復活的生命來作明證。  

2. 十字架的意義  

哥林多後書第四章講到，死若真在我們身上發動，生也就要顯在我們身上；當死在我們身

上發動的時候，生也就在別人生上發動。（參林後4:10-12）當我們真正走十架的道路，

真正捨己，真正經歷十架， 就一定有復活作明證。不只我們自己得生命，並且得到更豐

盛。而且當我們真正捨己的時候，別人要從我們十字架的經歷得到 神的祝福，要看見 神

的榮耀，要看見復活的生命從我們裡面出來， 真看見「不再是我，乃是基督」。這就是

我常常說的，十字架的真實意義乃是「不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們減少，主加增！  

願 神祝福各小組的交通。弟兄姊妹，在這個點上有太多方面可以實際的運用在生活中，

希望大家不只是聽了我講的預查，還需要多花一點時默想。預備一、兩個能夠真正讓弟兄

姊妹去思想、去實際操練的問題，讓我們從這段經文裡得到祝福。感謝主！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常藉著祢的話語對我們說話，但願祢也像當初在變化山上一樣，把祢的榮

耀向我們顯現，來奪我們的心，讓我們單純地愛祢，快跑跟隨祢。也讓我們不僅在這裡享

受祢的榮耀、瞻仰祢的榮美，更讓我們成為一個不扣留祢恩典的人，有心願意為著祢來到

山下，把福音帶給一切有需要的人。主啊，祝福祢的話語，擘開來遞給我們，讓我們吃了

飽足，讓我們在你的話中得到真實的智慧，也在讀祢的話的時候，讓我們的信心得到建

立。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問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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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深體】接著第十六章十字架的啟示（見十六章第四題），與變化山上的榮耀與

神的國度有什麼關聯？ 

2. 門徒們「不見一人，只見耶穌”」經歷對你有什麼啟發？ 「惟有耶穌，永是耶穌”」

這句話提醒我們：主耶穌在凡事上理應居首位。請思想有沒有任何的人、事、物，

取代了主耶穌在我們心中那個絕對的首位？ 你目前最大挑戰是什麼？我們應該如

何調整生活的優先順序？  

3. 主耶穌從變化山上下來的行動提醒了我們要記念在“山下”，還有很多人活在仇敵的

轄制中，急需我們把福音帶給他們。請分享我們個人及小組，如何可以更積極地配

合教會的福音/宣教事工，同心為主興起發光 

4. 關於耶穌在十七章中信心和禁食禱告的教導，你學到什麼功課？你在「信，卻信不

足的情況下」如何禱告？我們如何應用信心，勝過生活中的挑戰及屬靈的爭戰？你

也可以在小組中分享並鼓勵禁食禱告的操練。 

 

 


